
加利福尼亞州

行政聽證會辦公室

特殊教育科

列入低費或免費律師名單

或者低費或免費法律顧問名單的

申請

如何申請

OAH (行政聽證辦公室)每年兩次發佈律師名單和分開的法律顧問名單：分別在八月和一

月。八月名單稱為“夏季”名單，一月名單稱為“冬季”名單。

夏季名單

夏季名單時全新的名單。要列入夏季名單，每一位律師、每一個機構或法律顧問必須在每

年的 7 月 1 日和 7 月 30 日期間提交申請表。申請表必須完整。不接受未簽名的申請、未填完的

申請或者註明“如上”或“沒有變更”之類的回答的申請。

完整的申請表必須：

1. 確定申請者是希望列入律師名單還是法律顧問名單。

2. 如果申請者是個人，申請者的姓名必須清晰可見，並且必須以下列格式列出：姓，名。如

果包括職務，則該職務應該在名之後。例如，“Dr. Hancock Corbett”應列為“Corbett,

Hancock, Dr.”

3. 網站和電子郵件地址（如果提供）必須完整。例如，如果網站地址中包含 https://www，

則必須將其包含在申請表中。不接受“media.org”之類的網站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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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必須確定服務的地理區域。如果勾選了所有區域，則將僅包含在“整個加州”列表中。

5. 申請表必須由申請者簽名或者代表機構的授權人簽名。

6. 所有信息必須清晰可見，包括數字。確保整個數字清楚地顯示在該字段中。

冬季名單

冬季名單是更新名單。如果您或您的機構在夏季名單上，並且您對夏季名單上的內容沒有

改變，則不需要再申請。但是，如果您希望添加到名單中，或者對夏季名單中的內容更改，那麼

您需要在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5 日期間提交完整的申請表，以便在下一年一月份發佈的冬季名單

中納入變更。不接受不完整的申請表。請參閱前文夏季列表中“完整”申請表的要求。

一般資訊

OAH 將在名單中包括及時提供完整申請表並且證明他們提供《教育法典》第 56502 條 

(h) 款定義的免費或低費法律代表的所有個人和機構。

申請者可以提交完整的表格申請或者提交內容包括表格申請中要求的所有信息的信件。如

果發送信件，則該信件必須在表格要求的信息之外，還包括以下內容以及適當的簽名：

“根據作偽證受處罰的規定，我聲明上述個人或機構提供《教育法典》第 56502 

條 (h) 款定義的免費或低費法律代表和其他協助。”

提交申請表

申請表或信件應提交到：OAHSEOPs@dgs.ca.gov。

mailto:OAHSEOPs@dgs.c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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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或法律顧問名單申請表

申請者的信息：

下面的信息將列入申請者所申請的名單，並且將成為公共信息。除非下面另有說明，否

則，如果您不希望在申請者申請的名單中列出該信息，請留空白。

必須提供申請者的姓名，並且註明是律師還是法律顧問。

身份列表：

請勾選下面適當的方框，確認申請者是律師還是法律顧問。這是必填信息。

申請者是個人律師，將作為個人律師列入律師名單。

申請者是一個由律師提供法律服務的機構，將作為機構列入律師名單。

申請者是法律顧問，將作為個人列入法律顧問名單。

申請者是提供法律顧問服務的機構，將列入法律顧問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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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

個人：

姓：

名：

機構名稱（如果您希望將機構名稱列在個人姓名的下方）：

機構：

機構名稱：

聯繫人：

姓名（姓，名）：

職稱：

申請者的郵寄地址：

在下面填寫申請者的完整郵寄地址，包括街道，城市和郵遞區號。

將在名單上列出的完整電子郵件地址（僅列出一個）：

將在名單上列出的網站網站地址（僅列出一個）：

將在名單上列出的電話號碼 （僅列出一個）：

將在名單上列出的傳真號碼，如果有 （僅列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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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的地理區域： 

適當勾選下面的方框，確定申請者服務的地理區域。名單不包含任何寫入信息。勾選所有

適用的方框。

北加州

南加州

聖地亞哥地區

整個加州

服務的學生群體：

適當勾選下面的方框，確定申請者服務的學生群體。名單不包含任何寫入信息。勾選所

有適用的方框。

學齡前前

小學

初中/高中 

18 歲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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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

說明

個人申請者必須在下面的空白處簽名並提供簽名日期。不需要填寫職稱。如果申請者是機

構，則請書寫代表機構簽名的人的姓名，提供該人的職稱，並表明代表該機構簽名的權限。

根據作偽證受處罰的規定的認證：

根據作偽證受處罰的規定，通過在下面輸入我的姓名，我聲明我同意以電子方式簽署本申

請表，並且根據作偽證受處罰的規定證明，上述個人或機構提供《教育法典》第  56502 條 (h) 

款定義的免費或低費法律代表或其他援助。本字段必須填寫。

書寫姓名和職務，如果有：

簽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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